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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股市動盪 商品貨幣受抑
出擊金匯

在周初兩日回跌後，美元周三在美聯
儲議息結果公布前稍告持穩，整體匯市波
動頗為窄幅，市場人士在等待美聯儲是否
會在美國通脹激增的情況下提供任何有關
縮表時間的線索。
在美聯儲6 月作出鷹派轉變之後，美元

迎來了長達一個月的漲勢。一般相信，由
於美聯儲認為最近通脹飆升很可能是短暫
的，而且擔心不斷增加的新冠病例可能破
壞全球經濟的復甦，因此美聯儲不調整政
策的可能性很大。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A股及港股挫跌，

亦令到市場風險偏好有所受制，商品貨幣
亦受到一定程度的拖累；過去幾日中國政
府針對一系列私營企業採取的監管舉措打
擊了各行業股票表現，中國龍頭科技股遭
遇沉重拋售，至周三，中國已錄得連續第
四日下跌。
紐元兌美元本周維持在0.69 區間窄幅

盤整，上周二曾一度觸及八個月低位
0.6882 美元。目前從技術圖表可見，
RSI 及隨機指數仍然處於走低，而自六月

以來匯價走勢亦見保持着逐級走低位的趨
勢，並形成了一道下降趨向線位於0.70
關口，換句話說，若紐元仍見承壓於此區
下方，則短線仍會有着探低壓力。以近月
180 點盤整幅度作延伸計算，向下技術目
標可看至0.6740，進一步將參考100 周平
均線0.6685水平。另外，若果以自2020
年3 月起始的累計漲幅計算，38.2%的回
調幅度為 0.67 水平，擴展至 50%及
61.8%的幅度分別為0.6465及 0.6230 水
平。而較大阻力位預估在50 天平均線
0.7075 以及0.7160 水平。

美元兌加元自超賣區域回升
美元兌加元走勢，技術圖表見RSI 及

隨機指數剛自超賣區域回升，而匯價在過
去數個交易日亦可守穩1.25關口，估計
美元兌加元短線有重新上探的傾向。阻力
位先會留意當前在1.2610的200 天平均
線，進一步則參考上周初未能闖過的1.28
關口；倘若可再而破位，料下一目標直指
1.30 這個心理關口。至於支持位除了繼
續留意1.25，下個支持預計為25天平均
線1.2490水平，在近月來匯價亦一直守
於25天平均線上方。

港股反彈387點結束3日連跌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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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初值，預測+0.5%，前值+0.4%
7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率初值，預測+3.3%，前值+2.3%
7 月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月率，預測+0.5%，前值+0.4%
7 月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年率，預測+2.9%，前值+2.1%
第二季國內生產總值(GDP)環比年率初值，預測+8.6%，前值+6.4%
第二季GDP最終銷售，前值+9.2%
第二季GDP消費者支出，前值+11.4%
第二季GDP隱性平減指數，預測+5.4%，前值+4.3%
第二季核心個人消費支出(PCE)物價指數，預測+5.9%，前值+2.5%
第二季個人消費支出(PCE)物價指數，前值+3.7%
初請失業金人數(7 月24 日當周)，預測38.0 萬，前值41.9 萬
初請失業金人數四周均值(7 月24 日當周)，前值38.525 萬
續請失業金人數(7 月17 日當周)，預測319.6 萬，前值323.6 萬
6月成屋待完成銷售指數，前值114.7
6 月成屋待完成銷售指數月率，預測+0.3%，前值+8.0%

內地監管風暴致港股持續下跌，在連跌3

個交易日後，昨日終於實現反彈，但表現猶

如坐過山車一樣。恒指昨早高開270點後，

最多曾升434點，高見25,520點。不過其後

表現轉差，午後更一度倒跌 238 點，低見

24,848點。臨近收市港股表現持續回勇，最

終收報25,473點，升387點或1.54%。大市

成交略為縮減至2,813億元。國指收報9,071

點，升191點或2.16%。恒生科技指數收報

6,443點，升193點或3.1%。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利奧完成第三輪綠色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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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新酒牌公告
風味堂

現特通告：張志鋒其地址為九龍博文
街7A, 9-21號, 海景街36-46號, 富
貴街8-22號富貴大廈西座地下15A
舖，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九龍博文街
7A, 9-21號,海景街36-46號,富貴街
8-22號富貴大廈西座地下15A舖風味
堂的新酒牌。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
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
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九龍
深水埗基隆街333號北河街市政大廈4
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 2021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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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振華重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公司高管辭任的公告

　上海振華重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董事會於
近日收到劉建波先生、陳斌先生的書面辭呈。劉建波先生因個人原因，
申請辭去公司副總經理（副總裁）的職務。陳斌先生因個人原因，申請
辭去公司副總經理（副總裁）的職務。根據《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有關規定，劉建波先生、陳斌先生的辭呈自送達公司董事會之日起生
效。劉建波先生、陳斌先生已確認與公司之間無意見分歧，亦無任何其
他事項須提請公司董事會注意。特此公告。

上海振華重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1年7月29日

不少新經濟股股價反彈，阿里巴巴
（9988）收報183.2元，升3.3元

或 1.83%。騰訊（0700）收報 447.2
元，升1.2元或0.27%。美團（3690）
收報208.6元，升14.6元或7.53%。小
米（1810）收報25.1元，升0.75元或
3.08%。京東（9618）收報251元，升
9元或3.72%。
另一方面，碧桂園服務（6098）前
晚發表公告，表示董事會相信現時股

份之買賣價格水平並未充分反映公司
的相關價值，因此董事會會視乎市場
情況及公司屆時的實際需要，根據股
東周年大會上所獲授權回購公司股
份，涉及股份不多於307,378,822股，
即已發行股份總數之10%。受消息刺
激，碧桂園服務大升18.23%，收報
60.65元，是表現最好的藍籌股。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几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經過星

期一與星期二的大跌市後，昨日恒指
表現反覆靠穩，相信最令人恐慌的時
候或已經過去，再大跌的機會不大，
恒指後市或可上望 26,000 點，甚至
26,300點。

分析員：後市或上望26,300點
不過，他認為由於內地持續加強對

新經濟企業的監管，而且部分新經濟
股如美團與快手（1024）的估值仍然

不便宜，因此投資者不宜對新經濟股
的前景看得太樂觀。

不宜大舉押注單一新經濟股
黃德几也不建議投資者趁新經濟股

估值略為下調，便大舉押注在一隻新
經濟股身上，認為投資在與恒生科技指
數相關的ETF，或者盈富基金（2800）
可能會比較好，因為這樣做能夠分散投
資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利奧紙品
集團（香港）有限公司（下稱集團）昨宣
布，其全資附屬公司利奧紙品集團財務有

限公司（下稱利奧）與8家大型銀行簽署
一項總值4億元的4年期綠色定期和循環信
貸貸款（綠色融資），連同2018及2019年

完成總值7.5億元的綠色融資，集團一共取
得11.5億元的綠色貸款。
與此同時，集團亦成為全港首批獲得金

管局「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資助計劃」認可
的本地企業，獲得全額資助外部評審費
用。

總貸款額達11.5億元
8間參與綠色融資的銀行機構包括中銀

香港、花旗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恒
生銀行、滙豐銀行、瑞穗銀行、東亞銀行
與大華銀行。
是次4億港元綠色融資部分將用作中國

內地和越南廠房的綠色環保項目建設，包
括在現有印刷廠房中進一步加強節能減
碳、廢氣、廢物、廢水防治，以及其他環

保項目的裝置；另一部分將在湖南建設一
座全新符合標準認證的綠色廠房，其在能
源消耗、廢水及廢料排放等各方面將依循
更嚴格的環保標準，助力國家推動碳達
峰、碳中和，並進一步帶動集團的中國內
地業務發展。集團主席梁鎮華昨表示，湖
南廠房預期最快於2023年底落成。
梁鎮華續指，2020年是充滿變化和挑戰

的一年，持續一年多的新冠肺炎疫情對全
球經濟、市場需求和企業經營產生了深遠
的影響。集團去年的部分業務例如紙品包
裝、賀卡及禮品等亦因而受到輕微影響。
然而，受惠於特別是歐美民眾留家抗疫時
間增加，集團的產品如書籍、紙牌遊戲及
拼圖遊戲等家庭娛樂產品的業務卻逆市增
長，錄得優越表現。隨着疫情受控，集團

將會於中國內地和越南廠房加大生產力，
以迎接經濟復甦。展望未來，他表示集團
將繼續推動綠色環保、實現「零廢料廠
房」的願景，盼望此舉能為業界樹立新的
行業標準。
集團首席財務官黎景隆昨則表示，縱然

近年環球和本地市場出現各種不穩定的因
素，但是這次綠色融資仍然獲得8家大型
銀行的大力支持，4億元的四年期綠色定期
和循環信貸貸款在短短36天內完成籌組，
實在是刷新了一項紀錄，可見資本市場對
集團的財務能力和前景充滿信心。
他感謝各銀行對集團的信任和肯定，又

表示他們定必不負眾望，帶領行業走向更
綠色的未來。
另一方面，利奧綠色和諧策導委員會，

為集團內部制定長遠環保目標，包括2025
年對比疫情前的2019年危廢下降60%、
VOC下降60%、工廠碳排放下降25%、用
電量下降25%。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翠媚） 近期
股市表現波動，連帶打工仔的強積金表
現亦受影響，強積金顧問公司駿隆昨公
布，截至7月23日止，受累整體股票基
金資產表現欠佳，駿隆強積金綜合指數
7月回報跌1.4%，月內強積金人均蝕
3,721元，不過若拉勻今年以來表現仍
有正回報，累升 3.7%，人均仍獲利
9,545元。

股票基金指數跌2.8%最差
本月三大主要指數表現個別發展，其

中以股票基金指數跌2.8%表現最差，而
混合資產基金指數跌0.6%，僅固定收益
基金指數升0.1%。而由今年以來，股票
基金指數、混合資產基金指數仍錄得升
幅，分別升5%、升4.6%，不過固定收
益基金指數則跌0.2%。
至於各類別內首兩類最高資產值的強

積金附屬成份基金指數表現之中，截至
7月23日，在股票基金之中，港股基金
及港股（指數追蹤）基金分別跌5.3%及
跌4.8%；期內混合資產基金之中，混合
資產基金（股票比例80%至100%）亦
跌1.3%、混合資產基金（股票比例 60%
至80%）則跌0.9%；期內固定收益基金
中，強積金保守基金、保證基金表現基
本持平。
駿隆表示，美國經濟逐漸回暖，市場
持續關注通脹是否為短暫現象，加上近
期市場表現波動，因此提醒投資者宜謹
慎投資，如中資股，主因中國加大對科
網公司、房地產及教育行業的監管，難

以估計中國當局計劃進一步監管哪個行業。
另外近期美國不少公司業績好過市場預期，令

美股持續走強，不過亦需關注美聯儲議息結果，
料將影響投資者對後市的看法，其中美聯儲主席
鮑威爾在記者會上的觀點，或會透露減少買債時
間表。

●港股臨近收
市表現持續回
勇，最終收報
25,473 點 ，
升 387 點 或
1.54%，令 3
日連跌得以結
束。

中通社

●利奧昨與8家大型銀行簽署一項總值4億元的4年期綠色定期和循環信貸貸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新冠確診增幅放緩 英鎊連日反彈
動向金匯

馮強

英鎊本周初在1.3735美元附近獲得較大
支持走勢偏強，迅速重上1.38美元水平，
周三大部分時間窄幅徘徊1.3860至1.3895
美元之間，進一步延續自上周三開始的反
彈走勢。英國上周五公布6月份零售銷售值
按月上升1.6%，按年有13.1%升幅，數據
較5月份改善，加上英國新冠疫症的增幅
連續多日放緩，有機會繼續解除防疫措施，
有助第3季經濟表現。隨着美國聯儲局本周
三晚公布會議結果前美元指數走勢偏軟，英

鎊本周早段連日呈現反彈走勢。
另一方面，美國本月16日公布6月份零
售銷售按月上升0.6%，較5月份的1.7%
跌幅改善，好於市場預期之後，美國本周
二公布7月份消費者信心進一步攀升至
129.1水平，為去年2月份以來高點，不過
數據卻未對美元指數構成太大支持，英鎊
本周二衝破1.3830美元附近阻力位後反而
連日向上逼近1.3900美元水平。此外，歐
元兌英鎊交叉盤上周早段向上觸及0.8670
水平8周高位迅速掉頭下跌，本周三曾走
低至0.8500水平16周低位，對英鎊構成
支持。若果美國聯儲局本周會議未能保持

偏鷹的政策立場，則預料英鎊將反覆重上
1.4000美元水平。

金價料反覆重上1820美元
現貨金價周二持穩1,793美元水平呈現
反彈，周三受制1,807美元水平曾回落至
1,795美元附近。市場等候聯儲局會議結
果之際，現貨金價波幅連日受到限制，不
過依然守穩1,790美元水平主要支持位，
反覆上移走勢未有改變。若果美國10年期
長債息率在美國聯儲局公布會議結果後未
能顯著回升，則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
1,820美元水平。

英皇金融集團黃楚淇


